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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求

声明作废
海口新华正达空港物业有限公司
因公章、财务章、合同章未在公安
局备案，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方天涯驿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盖有公司财务章的空白
收据 14 份，其编号 ：6984567-
698458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金正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460100000165400，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 460100687273450
及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许渠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海垦路
88号金山小区26栋805房的房屋
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
编号：200510308，特此声明。
▲田力不慎遗失东方市云天实业
贸易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两份，编
号6951853、6952254，声明作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洋浦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 准 号:Z6410000488503，
Z6410000259704，
Z6410003594805，现声明作废。
▲周馥遗失座落于海口市海甸岛
五西路北侧蓝海公寓501房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证号为:海口市
国用(2006)第 005329号，声明作
废。
▲李伟不慎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书编号:46000000081154，特
此声明。
▲吉武遗失二级建造师资格证,证
号：46406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创业混凝土有限公司拟向海
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天内
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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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欢迎乡镇、农村、农场等偏远地区客户在
《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刊登分类广告

为方便乡镇、农场、农村等其他偏远地区办理分类广告，发行
中心开通以手机短信、QQ、微信等形式多样的办理渠道，以方便
广大客户刊登广告。可承接办理：身份证等各类证件遗失，法院、
住建局等各类政府单位公告，商业信息，农产品名特优推介等。

帐户：海南日报社发行部
帐号：2201021109200007117 开户行：海口市工行金盘支行
电话：66810111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文昌罗豆天天美发屋不慎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注册号:
469005600097763，声明作废。
▲国药集团健康实业（海南）有限
公司遗失广西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张 ，代 码 ：4500162130，票 号 ：
02247829，特此声明。
▲海南太阳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一本、副本
一本（副本号：2－1），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60100MA5RC37763，
声明作废。
▲周如生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清水湾3号二期
A-25 购房收据（金额：300000
元）一张，编号：0004548，声明作
废。
▲东方城东众车系汽车维修养护
美容中心不慎遗失海南增值税普
通 发 票 一 张 ，发 票 代 码 ：
4600151320， 发 票 号 码 ：
06873427，声明作废。
▲李文军不慎遗失伤残军人证，证
号为琼军A000304特此声明
▲海南蓝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600002013702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 海南山川绿草业有限公司
4600002017376营业执照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海南沙漠鸵鸟庄园28404134-
8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琦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紫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天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豪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
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三亚可明辉工程安装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
45天内来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琼海勃阳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拟向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东方市美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注册号 469007000016253)向
东方市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
务人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智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号 460000000076252)拟向海南
省工商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45天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大同路铺面招租
海口市大同路汇锦名城（万国大都
会对面）一楼130平（耐克店）电话
13976980228

土地转让
海口市桂林洋旅游区（万达旅游城
旁，）海边26亩土地转让，有意者
请联系夏女士18689910877

海口国家A级拍卖行转让
电话18902876388、18189771523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注销公告
海口华翔兄弟传媒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来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口基三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45天内来本公司办
理相关事宜

公告
根据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裁定书》（2016）琼96执46号之
一裁定，将王志强名下琼海国用
（2013）第000163号《国有土地使
用证号》裁决过户给何达满，现因
我机构无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证，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现公告作
废。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2月7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遗失（灭失）

声明
牛金涵因保管不善，将海房权证海
字第24213号不动产权证书或不
动产登记证明遗失（灭失），根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
明该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
证明作废。特此声明。

琼海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2月7日

注销公告
文昌美丽客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日
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文昌等你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申
请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见报
日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琼海市嘉积镇社会事务服务中
心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行琼海市
支 行 人 民 路 支 行 ，账 号 ：
21370001040016099，核 准 号 ：
Z6410000381702，特 此 声 明 作
废。
▲三亚创亿酒店管理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
册号：4602002002357，声明作
废。
▲三亚紫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4602002001810，声明作废。
▲三亚亿手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
本，注册号：4602002002195，声
明作废。
▲三亚天泽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4602002001690，声明作废。
▲海南神兮国际配送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注册
号：4602002003391，声明作废。
▲三亚永丰机动车修理有限公司
机动车修理所不慎遗失营业执照
正 本 、 副 本 ， 注 册 号:
4602002001497-1，声明作废。
▲海南陵水强锋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不慎遗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开户许可证，开户账
号：266267278555，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410018663901，声明作
废。
▲梁小珠于2014年5月7日在万
宁市大茂镇卫生院出生一名女婴，
其出生医学证明遗失，原证编号:
O460037688，声明作废。
▲包继礼不慎遗失房屋完税证
［2012］琼地电转02391424号，特
此声明。
▲林结燕遗失高级职业指导师(一
级) 资 格 证 书 一 本 ，证 号 ：
0921000005100040，声明作废。
▲洋浦东启物流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里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来我公司办理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海南里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
叶长青：贵我双方签订《房屋租赁
合同》后，我司将澄迈县金江镇环
城西路西侧美汇城B栋3270平米
房产交付贵方承租，但贵方自
2016年3月至今未支付租金。现
我司函告贵方于2017年2月15日
前结清所欠的租金款项，逾期。我
司将折抵贵方租赁押金并自2017
年 2月16日解除双方合同、清理
房内物品，追究贵方违约责任。
海南南光瑞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17年2月8日

公开征集采购供应商
为了确保我司定点采购的规范运
作，根据实际生产需求，现向社会
各单位公开征集我司大宗大额物
质定点采购供应商，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一、产品需求：牵引车和
半挂车轮胎，钢丝绳，牵引车和半
挂车零配件，机械润滑油等大宗物
质采购供应商。二、资质条件：具
有经营相关产品物质的营业执照、
生产许可证及合格证等相关资质
的供应商。联系地址：海口市滨海
大道84号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
公司 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
13034975956 征集截止日期：
2017年2月14日

海口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17年2月9日

注销公告
海口龙华遵谭昌桂理发店拟向海
口市龙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盛杰霞遗失毕业证书，证号：
118101201605000717，声 明 作
废。
▲海南环宇中盟物流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破损，声明作废。
▲李章清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证
号：460027198301156634，声明
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友爱村
委会沙土坡村民小组遗失开户许
可 证 正 本 ， 核 准 号 ：
J6410012041401，特此声明。
▲海南中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6410023984201，特此声明。
▲吴丛弋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
号：46020000004585，特此声明。
▲吴娃选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
（施 升 降 机）证 ，证 号 ：琼
A042015000230，特此声明。
▲邢梅香遗失土地使用证，证号：
W0900804,声明作废。
▲海南浩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
失增值税发票系统金税盘，证号;
F1150020020,特此声明。
▲海南万佳实业有限公司公章、合
同章、财务章破损，声明作废。
▲冯晓明遗失身份证，证号：
411522199409233015，声 明 作
废。
▲周先华遗失滨涯村宅基地抽签
卡，宅基地编号：0000080，特此声
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划定并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工作。近日，中办、国
办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
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推进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守住国家生态安全底线、建
设生态文明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以钉钉子精
神，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

深刻领会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重大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巨大进步，但生态环境保护总
体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山水林田
湖”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生态空间被大
量挤占，生态系统退化，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下降，生态安全形势严峻，生态问
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
和突出短板。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将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
生态功能的区域加以强制性严格保
护，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动绿色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留住绿
水青山的战略举措。我国大江大河的主
要源头区、生态安全屏障区、河湖湿地、
各类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
等，是支撑国家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
成，是最需要保留的绿水青山。把这些
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实施严格保护，
将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为子孙后代留下金山银山。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提高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有效手段。生态
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的底线和生命线，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
能。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优先保
护良好生态系统和重要物种栖息地，分
类修复受损生态系统，建立和完善生态
廊道，提高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
对于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优质生
态产品供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实施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重大支撑。国土
空间分为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
间，实施差异化的用途管制，严格控制
生态空间转为城镇空间和农业空间。
生态保护红线是生态空间的最重要、
最核心部分，必须按照禁止开发区域
的有关要求，实行最为严格的保护和
用途管制。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是将用途管制扩大到所有自然生
态空间的关键环节，有利于健全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推动形成以空间
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
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准确把握
《若干意见》的总体部署

《若干意见》突出体现“山水林田
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遵循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改革思路，坚持源
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目的是
加快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包括引
言和四个部分，共19条。领会好、把
握准《若干意见》的要义和总体部署，

才能执行好、落实好。
一要牢牢把握总体要求。《若干意

见》提出，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保障和维护生态功能为主线，实
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一条
红线”是指将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
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森林、草原、湿
地、海洋等生态空间，统一划入生态保
护红线，最终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

“一张图”。《若干意见》要求，要牢固树
立底线意识，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
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维护国家生态
安全。《若干意见》明确，2017年，京津
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市）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各省（区、
市）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
2020年，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
划定，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二要准确界定红线范围。《若干意
见》从宏观上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的划
定范围。从空间分布上看，生态保护红
线是“两屏三带”为主体的陆地生态安
全格局和“一带一链多点”的海洋生态
安全格局的核心部分；从保护类型上
看，涵盖所有的国家级、省级禁止开发
区域以及有必要严格保护的其他各类
保护地；从功能组成上看，包括水源涵
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
沙、海岸生态稳定等生态功能重要区
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
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三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针对划
定责任，《若干意见》明确国家层面做好
顶层设计，出台技术规范，组织技术审

核，批准省（区、市）生态保护红线方案；
省（区、市）是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主
体，组织做好划定工作，并将生态保护
红线落实到具体地块，勘界定标。针对
严守责任，《若干意见》提出地方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负起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
属地管理责任；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
工，加强监督管理，做好指导协调、日常
巡护和执法监督，共守生态保护红线。

四要加快制定配套措施。《若干意
见》按照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管理
方式，提出了加快健全严守生态保护红
线的配套措施。“事前”明确生态保护红
线在国土空间的优先地位，将生态保护
红线作为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强调生
态保护红线对于空间开发的底线作
用。“事中”通过建立监测网络和监管平
台，强化执法监督，加强生态保护与修
复，实现过程严管。“事后”强化评价考
核和责任追究，对于保护好的，加大生
态保护补偿力度；对于造成破坏的，严
格追究责任，实现奖惩结合。

贯彻落实
《若干意见》的重点任务

改革贵在创新，成效重在落实。
要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实施《若干意
见》，确保生态保护红线既划得实、能
落地，又守得住、有权威。

加快划定和落地。抓紧组织制定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明确
划定标准，统一评估方法，解决在哪
划、怎么划问题。把生态保护红线边
界在图上标示清楚，确定拐点坐标，落

实到具体地块，确保边界清晰，便于管
理；树立统一规范的标识标牌，让公众
看得见，既是宣传，也是警示。

建设监管平台。按照《若干意见》
要求，加快建立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
管平台，运用遥感监测、大数据、云计
算等手段，及时预警生态风险和发现
破坏生态保护红线行为，实现全天候、
实时化、常态化生态监管。

加强执法监督。建立生态保护红
线常态化执法机制，及时发现和严肃
处理违法行为。加快出台生态保护红
线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对造成
生态保护红线破坏和导致严重后果的
部门、地方、单位及有关责任人依纪依
法追究责任。

强化组织保障。尽快建立跨部门
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路线图”“时间
表”。各地要认真抓好组织实施，确定
关键时间节点，尽快开展划定和落地。
推动生态保护红线有关立法，做好生态
保护红线与空间规划体系、生态保护补
偿等制度改革的统筹衔接。鼓励公众
参与，推进信息公开，构建全社会共同
保护的良好格局，形成保护合力。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让我们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
力组织实施好《若干意见》，为人民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筑牢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作者为环境保护部部长）
（来源：2月8日《人民日报》）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

陈吉宁

福莱特雅苑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海南盈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福莱特雅苑项目用地

位于海口市滨江路西侧、博雅横路南侧，项目拟建1幢地上16层、地
下1层的商住楼，按照技术规定，该项目退东西侧用地红线应为
0.25H(13.5米）且最小退让距离≥10米，因受用地地形局限影响，东
西边建筑山墙退用地红线分别为10.03米和10.11米，满足技术规定
中10米的最小退线和消防安全间距。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的意
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规划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2
月9日至2月22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
cn）;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0，联系人：陈孝武。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2月9日

远大购物广场6、9号楼建筑方案变更规划公示启事
远大购物广场项目用地位于长流起步区15号地块,该项目于

2014年7月经我局批建，为13栋地上3-30层、地下2层的商业、酒
店式公寓楼，现建设单位申请6、9号商业、酒店式公寓楼方案变更，
6、9号楼建筑布局由2栋31层塔楼调整为2栋20层板式楼，建筑密
度由50%调整为47.92%，停车位由2530个调整为2367个，容积
率、绿地率、建筑高度不变。调整方案已经专家论证会审议原则同
意，且符合规划条件及技术规定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
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2月9日
至2月22日）。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建设项目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
公区15栋南楼2056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1，联系人：陈兴。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2月9日

新春伊始，北汽集团所属北京通航旗下泛太平洋跳伞俱乐部
海南博鳌跳伞点正式启动运营，并成功举办了一系列跳伞项目
商业运营活动。由于开业时间正逢春节假期旅游消费高峰，泛
太平洋跳伞俱乐部的运营引爆了普通消费者对于航空跳伞运动
的热情，为海南春节旅游项目增添了精彩，跳伞体验每日预定量
供不应求，来自全国各地的跳伞爱好者乘坐泛太平洋航空自有
明星跳伞用机P750机型，在海南博鳌3000米高空进行了跳伞体
验，饱览了博鳌小镇秀美的风光，尽情体验了高空跳伞的激情与
魅力。

泛太平洋跳伞俱乐部海南博鳌跳伞基地正式运营启动于1月
31日，于当天举办了盛大的跳伞基地运营启动仪式。作为中国航

空体育大众消费的又一盛事，北汽集团领导，连同国家体育总局，
民航海南空管局、琼海市政府，中远海运集团，海航集团等领导出
席了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泛太平洋跳伞俱乐部分别与北汽银
建易乐智慧出行公司、活跃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达
成战略合作关系。

未来，泛太平洋跳伞俱乐部将继续秉持专业、专注的原则，为
广大航空运动爱好者及大众提供参与航空运动的体验平台，实力
打造航空体育、通用航空消费服务品牌，有效推进通用航空产业和
航空体育事业的融合发展。泛太平洋跳伞俱乐部将以专业、安全、
完善的跳伞服务体系，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拥抱蓝天，自由飞翔，感
受跳伞运动速度与激情的平台。

蓝天逐新梦，岁首起新航
泛太平洋跳伞俱乐部海南博鳌跳伞基地新春伊始火爆运营

新华社北京2月8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民政
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和民政部原党组成
员、副部长窦玉沛严重失职失责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李立国同志作为民政部党组书记、部
长，窦玉沛同志作为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管党治党不力，严重失职失责，所辖单位发生系
统性腐败问题。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和李立国同志的违
纪事实，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立国同志留党察
看二年处分，由监察部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
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终止其
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给予其留党察看二年的
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和窦玉沛同志的违
纪事实，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
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窦玉沛同志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终止其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提前退休。

民政部原部长、原副部长履行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不力被问责

李立国行政撤职
窦玉沛提前退休

2月8日，在江苏省淮安市盱眙县淮河记事
园，两名孩子在雪中玩耍。受冷空气影响，从2月
7日起，全国多地陆续出现降雪天气。 新华社发

全国多地迎来降雪天气


